
1月 24日，香港市民在大帽山郊野公园爬山时，帽子上结冰。当日，
据香港天文台资料显示，受寒流影响，香港遭遇59年来最低气温，高地温
度普遍零度以下，出现冻雨和结冰现象，部分地区还有雨夹杂小冰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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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 月 22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大释
放内需潜力；确定进一步化解钢铁
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措施，促进企
业脱困和产业升级。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
最大的潜力所在。会议确定，一是
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探索
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宅基
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
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除极少数超大
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
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
国务院已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各
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细则，
使有别于以往各类暂住证、含金量
更高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
的城镇常住人口，让他们尽早在居
住地享有义务教育、就业、医疗、法
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二是
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提
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将棚改政
策支持范围扩大到全国重点镇。降
低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

通、地下管网等建设。三是扩大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积极发展
中小城市，开展赋予镇区人口 10 万
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试
点，以特色城镇发展带动脱贫攻坚
和新农村建设。四是完善土地、城
镇住房等制度，鼓励地方利用财政
资金和社会资本设立城镇化发展基
金。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
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
钩，中央预算内相关投资向转移人
口落户较多的城镇倾斜。为“新市
民”更好融入“新城镇”创造条件。

会议认为，坚持用法治和市场
化手段，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会议决定，按照市场倒逼、企业主
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的原则，一是
以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
等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限期
退出，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转型转
产、搬迁改造等主动退出产能。在近
几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9000多万吨
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
亿吨；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二是
严控新增产能。三是完善支持政策。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23 日
至 24 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
长会议提出，要借鉴吉林等地清理
整顿规范派出所办理证明等有益做
法，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清理取
消不合法不合理的各种证明和收费
项目。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为切实解决
办证难、办事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近日公安部推出了简化优化
服务流程方便群众办事创业的 28项

措施，印发了窗口单位规范化建设指
导意见，下一步还将就改进和规范派
出所出具证明工作出台具体意见，分
别取消一批、规范一批。

此外，在抓好已出台便民利民
政策措施落实的基础上，各级公安
机关将深入推进“放、管、服”工作，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
行政审批事项定期清理和行政审批
权力清单制度，进一步精简审批事
项、优化服务流程。

据新华社北京1月 24日电 记
者 24 日从在京召开的全国信访局
长会议上获悉，2015 年，全国信访
形势持续好转，信访增量和存量实
现“双下降”。

据悉，2015 年，全国信访总量、
进京访数量和集体访数量均出现下
降，网上信访比例继续上升。其中，
全国信访总量下降 7.4%，进京上访
下降 6.5%，网上信访数量分别超过
来信来访数量，占总量的 40.1%。

这一年，国家信访局向各地集
中转送 607 件积案，带动各地梳理
化解信访积案 9.1 万件；针对涉农领
域等信访问题，国家信访局先后 5

次会同有关部委和地方组成联合督
查组，对 26 个省、区、市的 267 件信
访事项进行实地督查，带动各地督
查化解了 1.98 万件信访事项。

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
局长舒晓琴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
国家信访局深入推进依法逐级走
访，严格初信初访办理和首办责任，
初信初访一次性办结率进一步提
高，信访上行趋势明显缓解。依托
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国信访业务
现已全部网上流转、网下办理，并公
开受理办理过程和结果。目前，全国
信访数据已实现全部从信访信息系
统自动生成，随时统计、随时调取。

据新华社上海1月 24日电 上
海市市长杨雄在上海市十四届人大
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
今年上海深化高考综合改革，合并
一本、二本招生批次，扩大综合评价
录取试点范围。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纽约大
学校长俞立中教授认为，合并一本、
二本招生批次，有利于引导学生更
加从兴趣和特长出发，选择合适的
专业和学校，而不是单纯地跟着学
校“名气”“档次”走。

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
学金忠明教授认为，这对于办学特
色鲜明的大学是一个利好，有利于

高校间错位竞争，强化优势专业建
设。“人为地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
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公共资源
配置的特征，也造成一些学校无法
获得平等的招生发展机会。一些高
校为了‘上档次’，会拼命发展雷同
的所谓热门专业，造成高等教育资
源的浪费。”

金忠明委员表示，合并一本、二
本招生批次，并不代表着招生“一窝
蜂”“一锅粥”，而是要求高校用办学
特色和不同的功能定位来吸引生
源，原来的一本高校不能高枕无忧，
有特色的二本、三本院校则有希望
借势崛起。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除超大城市外
放开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

公安部表态

全面清理不合理证明

去年全国信访增存量双降

上海

一本二本招生批次将合并

在河北省石家庄百年巧匠的工厂里，一名烙画技师正在木板上烙画
（1 月 22 日摄）。“百年巧匠”是一家专门生产木质拼花产品的文化创意企
业，这里的工艺美术师们以木板为载体，将“嵌、烙、刻、绘”四种古老的技
艺与现代的审美相结合，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木绘工艺品。 新华社发

嵌烙刻绘 板上生花

“速冻”中，春运开启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一棵苏铁叶芽处积着的霰。

据新华社广州 1 月 24 日电
广州下雪了！24 日中午，正在午
饭节点的广州人放下了碗筷，跑
出家门，在空地上又跳又叫，迎接
着漫天飘舞的雪花。雪花落在人
们的肩上、头上、衣服上，变成了
这个“最冷冬天里”最暖人的“白
色礼物”。

广东省气象局气候中心首席
预报员伍红雨说，上一次广州地
区飞雪，要追溯到 1967 年。当时，
广州市北边郊区的从化、花都等
地下过雪。广州城区下雪，还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头一回”。
据气象部门预测，25 日白天，

广东天气将放晴。

广州城区降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场雪

1 月 24 日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拍摄的日晕景观。受极寒天气影
响，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频频出现日晕景观。

1月 24日，2016年春运大幕拉开。对于很多经过网上抢票开始登上

高铁回家的旅客来说，高铁盒饭成了心头的一桩大事。“高铁高价”“15元

盒饭藏着卖”的报道曾一度引起热议。记者在春运首日分赴北京、上海、

广州始发的高铁列车，针对盒饭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实地探访。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国铁
路总公司《动车组列车服务质量规范》提出，15
元盒饭和 2 元矿泉水不断供。高铁上的 15 元
盒饭有多少？能否做到不断供？春运期间会
否增加供应？

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
强告诉记者，各个铁路局在本局范围内的指定
站点可以补给高铁盒饭，但以 15 元的常温盒
饭为主，基本可以实现不断供，但如果跨局补
给则需要提前协调。

铁路工作人员称，不同线路、类型的车次
对盒饭品类的选择需求是不同的。比如，上
海铁路局供应的盒饭包括 15 元、28 元、30 元、
40 元、60 元等多个档次。上海至四川等方向
的列车务工旅客较多，因此，15 元盒饭配比占
45%以上。而上海至北京、温州等地的列车，
商务旅客较多，因此 15 元盒饭配比在 25%左

右。
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则每天对产

品的销售情况做收入统计，根据收入的构成分
析，结合售票情况制定盒饭的生产订单。

广九客运段经贸公司销售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平时 35 元、45 元的盒饭是最好销售的，
因为坐高铁出行的商务旅客较多。但春运期
间，返乡客流增加，低价盒饭的供应就要提升。

此外，记者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采访了
解到，冷链盒饭的保质期为 24 小时至 72 小时，
加热 2 小时后便不建议食用。目前，广铁集团
高铁盒饭每天约有 2000 元左右的饭盒会被退
损，一个月约 6 万元。上海虹桥站每天的高铁
盒饭供应量约为 2200 份，平均退损率在 2%以
内。“为了降低退损率，乘务员不会藏着卖。因
为所有的盒饭都卖掉才是利润最大化。”广九
客运段经贸公司销售部负责人说。

调查：配送份额春运有增加，卖完才是利润最大化

15元盒饭有多少、是否藏着卖？

对于消费者而言，冷链盒饭、便当已不是
新鲜事物。记者在上海的罗森、全家便利店采
访发现，冷链便当多为盖浇饭、炒面之类，价格
为 12 至 14 元不等。同类产品在高铁上售价多
少？盒饭是怎样定价的？

记者调查了解到，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
冷链盒饭供应商市场化程度较高。向广九客运
段经贸公司供应高铁盒饭的广州酒家集团利口
福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黎江帆说：“利口福卖
给广九客运段经贸公司的盒饭，35 元盒饭的采
购价格为 21～22 元，45 元盒饭的采购价格为
28～30 元，60 元盒饭的采购价格为 40 元左右。
现在的价格其实都很透明了。”

既然采购为市场价，那么高铁盒饭的成本
高在哪？记者在上海和广州采访发现，与市场

上的盒饭相比，高铁盒饭的仓储、配送、销售人
工投入大，因此配送成本相对较高。

比如，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将生产好的盒
饭送到车站后，广九客运段经贸公司还需要仓
库管理人员、搬运工 30 多人，车上还需配备
2～4 名销售人员。记者在上海虹桥站采访发
现，为保证每天 79 趟列车的供应，站内开辟专
门的冷藏仓库，需配备 220 人将盒饭配送上
车，平均 3 人配送一趟车，每个工人一天要跑
20 公里。

潘强说：“采购价是市场价，人工成本也难
以降低，我们的盈利空间主要来自于损耗的降
低。要降低损耗，只能依靠更加精准的配送、
产品种类的丰富和口味的提升。”

（据新华社上海1月24日电）

调查：采购是市场价，仓储配送销售等成本相对较高

高铁盒饭如何定价、是否质次价高？

1月 24日，旅客们在西宁火车站候车厅准备乘车。

1月24日，春运刚拉开大幕就遭遇“世纪寒潮大考”，部分地区已出现大暴雪、冻雨天气，有些地方甚至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雪……

此后40天，中国进入“春运模式”。初步预计，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1亿人次，增长3.6%。其中道路24.81亿人次，增长

2.4%；铁路3.32亿人次，增长12.7%；民航5455万人次，增长11%；水运4280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

15元盒饭是否藏着卖？
——春运首日探秘高铁盒饭


